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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C08 健康九江健康九江

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强

通讯员/何家仪 摄影报道）10月

11日，南海血站、九江镇卫生健

康办联合广东狮子会，在九江信

基广场举办“捐献热血，为爱接

力”无偿献血暨高血压日宣传活

动，共吸引272名热心市民献血，

献血量达93160mL。

当日上午，多名热心市民到

场按照流程认真填写信息、测量

血压、查血型、抽血……通过严

格的筛选，符合献血标准的志愿

者们自豪地撸起袖子，献出了自

己的一份爱心热血。

为吸引更多热心市民参与

献血活动，九江镇卫健办通过广

播电视、微信公众号、在楼盘张

贴海报等多样化方式广泛宣传；

另外，南方、儒林、下西、下北等村

（居）大力发动和鼓励村民齐齐

捐热血、献爱心，共同履行这份

光荣事业。

同时，狮子会还积极发动组

织尖沙咀集团、江景公司、九江

酒厂、平安保险公司、下西新星

幼儿园、大正市场、金凌锋塑料

厂等企业和单位成员参与。“疫

情期间用血需求量大，希望可以

献出自己的一份力。”环卫工人

李阿姨激动地说。

据江景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群内宣传发动的时候，员

工都积极响应，吸引近20名同事

报名参加，他们除了扮靓环境，

还会传递温暖。

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成功采

血272人，献血量达93160mL。

今年以来，全镇累计共有1551

人 参 与 献 血 ，献 血 量 达

532988mL。

另外，现场还设有健康咨询

和义诊摊位。同时还进行“一元

基金”募捐，帮助计生特别扶助

家庭实现“微心愿”。“通过健康咨

询指导、建立健康档案、派发高

血压宣传单、合理膳食册子等方

式，进一步帮助群众树立健康理

念。”九江镇卫生健康办相关负

责人表示，近年来，九江镇卫健

办链接多方资源，积极践行这项

公益事业，将爱撒播到九江的每

一个角落。

九江镇卫生健康办相关负

责人还表示，每月11日在九江信

基广场、21日在沙头文体公园、

22日在红棉公园都有献血活动，

欢迎热心市民前来献爱心。

●怕“老”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

体软骨营养缺乏，骨骼中

的无机物增多，骨骼弹力

与韧性减低，易导致关节

软骨和骨退行性病变。

●怕“胖”
体重增加，下肢关节

承重的压力也会增加，引

起体位、步态变化，改变关

节的生物力学，发生膝内

翻或膝外翻，也就是常说

的“O”形腿或“X”形腿。

此外，代谢异常也会

对关节造成一定的损伤，

比如，高脂血症和股骨头

缺血性坏死存在相关性。

●怕“伤”
在运动、出行的过程

中，如果出现急性外伤，一

定要及时去医院治疗，以

免留下后遗症。

人体软组织（包括肌

肉、韧带）伤后的修复期一

般是4周，不及时治疗或充

分休息，容易留下病根，比

如常见的“习惯性崴脚”。

此外，关节慢性劳损、

不正确运动方式带来的非

急性伤，也会加大骨关节

炎的风险。我们要注意关

节周围肌肉的锻炼，增加

关节稳定性。

●怕“勤”
关节用得太狠，容易

导致机械磨损，破坏软

骨。频繁爬山、爬楼等是

非常伤害关节的。

建议大家平时通过慢

跑、游泳进行锻炼，既不损

伤关节又能强身健体。

●怕“冷”
中医讲“寒主痛，寒主

凝滞”，关节受凉会引起疼

痛，易导致关节僵硬。因

此，大家要注意保暖。

■案例
某市民购买了某楼盘物

业，现场收楼时发现多个质量

问题,相关情况在工程登记单

中明确记录并多次提醒物业

公司告知问题所在,但开发商

仍未对其房屋进行维修,并强

行要求业主缴交管理费。该

市民向相关行政部门反映该

问题。为了促进双方当事人

友好协商，化解矛盾纠纷，南

海区住建水利局委托律师免

费为双方当事人主持调解，经

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一

致协议，确认全部工程质量问

题需于一个月内由建设单位

完成修复。最终，该物业如期

修复完毕；建设单位也通过现

金形式向该物业业主支付

5000元作为补偿。

■部门说法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对

所售商品房承担质量保修责

任。购房合同应就保修范围、

保修期限、保修责任等内容作

出规定。保修期从交付之日

起计算。购房业主在收楼时，

应仔细查看房地产开发企业

出具的《住宅质量保证书》、《住

宅使用说明书》。商品房住宅

的保修期不得低于建设工程

承包单位向建设单位出具的

质量保修书约定保修期的存

续期；存续期少于《商品房住

宅实行住宅质量保证和住宅

使用说明书制度的规定》中确

定的最低保修期的，保修期不

得低于该《规定》中确定的最

低保修期。同时，根据《广东

省物业管理条例》第43条规

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听取

业主、物业使用人对物业管理

服务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处理

业主投诉，改进物业管理服

务”。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及时

将业主反映的质量问题反映

开发商，并督促建设单位跟进

维修事项。

■相关链接
10 月 16 日~10 月 25 日，

逢周五到周日，南海区普法

办、南海区住建水利局联合举

办“增强推进住建水利法治理

念，助推平安、宜居南海建设”

主题法律知识竞赛，参与游戏

答题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等

丰厚奖品，详情可关注“南海

普法”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梁艳珊

南海普法南海普法

住建篇——

房屋出现质量问题
保修期内怎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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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举办“捐献热血，为爱接力”无偿献血暨高血压日宣传活动

272名热心市民
一天献血近10万毫升

10月8日是第23个全国

高血压日，今年宣传主题是

“18岁以上知晓血压”。高血

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是

心脏病、脑卒中、肾病发病和

死亡的最重要因素。我国因

心脑血管病导致的死亡占居

民总死亡的 40%以上，约

70%的脑卒中死亡和约50%

的心肌梗死与高血压密切相

关，为此要及早预防和诊治。

以下是高血压的小知识：

一、高血压诊断标准

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

下，非同日3次诊室血压测量收缩

压≥140mmHg和（或）舒张压≥
90mmHg，可诊断为高血压。

家庭连续规范测量血压

5~7 天 ，平 均 血 压 ≥135/
85mmHg 可考虑诊断为高

血压，建议就诊。

二、定期测量血压

1、18岁及以上成人定期

自我监测血压，至少每年测量

1次血压，关注血压变化。

2、超重或肥胖、高盐饮食、

吸烟、长期饮酒、长期精神紧张、

体力活动不足等高血压高危人

群和血压为正常高值者（120～

139/80～89mmHg），应经常

测量血压。

3、积极提倡高血压患者

在家庭自测血压和加强自我

管理，血压达标且稳定者，每

周自测血压1次；血压未达标

或不稳定者，应增加自测血压

的次数。

三、高血压的预防

1.坚持运动：经常性的身

体活动可预防和控制高血压，

如健走、游泳、家务劳动等，活

动量一般应达到中等强度。

2.限制食盐摄入：高盐饮

食显著增加高血压患病风险，

成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

克。

3.减少摄入富含油脂和高

糖的食物，限量使用烹调油，

多吃蔬菜和水果。

4.少吃快餐：尽量在家中

就餐，有利于控制脂肪、盐和

糖的摄入量。

5.戒烟：吸烟有害健康，吸

烟者应尽早戒烟。

四、高血压的治疗

1.绝大多数患者需要长期

和规律服用降压药，降压治疗

要达标。

2.降压治疗的血压目标：

单纯高血压患者，血压降至

140/90mmHg以下，可耐受

者建议降至130/80mmHg以

下；合并糖尿病、慢性肾脏疾

病、冠心病或心力衰竭的患者

应降至130/80mmHg以下；

80岁以上患者降压目标在上

述目标值基础上可适当放宽。

3.大部分高血压属于原发

性高血压，一般不能根治，需要

长期服药治疗。只要坚持规律

服用降压药物，科学降压，心脑

肾并发症风险就会下降。不盲

目相信非法广告或伪科学宣

传，不能用保健品、保健理疗或

食疗替代降压药治疗。

4.大多数高血压是可以控

制的，控制不佳者应及时就医。

文/珠江时报记者沈芝强

五个小妙招
防治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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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入深秋，天气转寒，很多

中老年朋友开始感到关节酸胀

不适。但是，很多人对此并不在

意，以为“腿脚不利索”是随着年

龄增长而出现的正常现象。

实际上，这些症状正是关节

炎的典型表现。关节炎是人们

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慢性病之

一，发作起来会造成关节红、肿、

热、痛和功能障碍，严重的甚至

会造成关节畸形或关节活动范

围缩小等，被称为“世界头号致

残杀手”。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注

重对关节的保养，关节炎是可以

预防和缓解的。

膝 关 节
要护好膝关节，必须

让自己的双腿肌肉更强

健，如果腿部肌肉没力气，

跑步或走路时，膝关节就

会反复受到冲击，导致软

骨磨损。

保养方法：运动前充

分热身，尤其是平时不爱

运动的人，偶尔运动时易

因动作过猛、急速扭转损

伤膝关节。

减肥也可缓解体重

对膝关节的压力。平时多

做抬腿运动，捡重物时则

要避免靠膝部支撑。

肘 关 节
举重物会导致肘关

节损伤，做伸臂和旋转这

样的动作，也会拉伤肘关

节附近的韧带。“网球肘”

或“高尔夫肘”都是反复用

力做肘部运动造成的。

保养方法：抓东西时

最好将把手换成大号的，

这样就不会太费劲。使

用电脑时，鼠标最好离身

体近点，以免拉伸肘关节

韧带。

每天弯曲伸直手臂

10次，可以让肌腱和韧带

保持柔软。

腕 关 节 和 手 关 节
手指的关节比腕关

节更容易发生磨损，尤其

是那些长时间做手工活，

比如织毛衣的女性，发病

率非常高，常常会觉得大

拇指根部疼痛。

保养方法：最好不要

老让手长时间保持同一姿

势，经常做做抓握动作，或

者一手握拳，另一手抱住

拳头，左右上下活动手腕。

活动越多样化，对腕

关节和手关节越有利。

踝 关 节
走路或跑步时，踝关

节最先受到冲击。爱穿平

底鞋的女性、弓形足和扁

平足的人容易得踝关节

炎。

保养方法：最佳鞋跟

高度为1.3~3.8厘米，尽量

不要穿平底鞋和人字拖。

可做踝关节操锻炼：

早晚各一次，保持坐姿，脚

尖上下运动10次，然后再

顺时针和逆时针转动脚

尖。

关节最怕的5件事

关节养护小知识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朱明菲

■参加献血活动的市民有序地排队登记信息。


